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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力電表

TW-DME62700
 (TW-300 的好夥伴 )

TW-750
 (Q 系列專用 )

TW-NC201

TW-750J3-NC1

TW-NC1 
( 單軸伺服運動機構 )

TW-532-NC1

TW-933-Q
( 全國技能競賽 - 工業配線組 )

   Q 系列 PLC 實習機

   伺服馬達實習機    變頻器控制實習機

Two-Way
實習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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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302 系列實習機

TW-302-3U-PLC 
(TW-302-5U-PLC)

TW-302-4402

   TW300 系列實習機

Two-Way
入門實習設備

TW-302
TW301-3G
平價戰鬥機

TW301-3U
當紅炸子機

TW302-5U
網路旗艦機

   TW300 系列實習機特點
• 搭載普羅菲司 GC 系列人機介面，以及三

菱主流 FX 系列 PLC。
• 選配式實習機，人機介面以及 PLC 皆可依

照需求搭配。
• 採用 45 度角設計，方便外部配線。
• TW-302,TW-302-3U-PLC 標 配 TW-

4SW(4 點開關模組 )，另可選配 8 點以及
16 點的開關模組。

• TW-4SW TW-8SW TW-16SW
• 實習機外觀流線、體積小巧易於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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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耐德電力電錶 DM-6200
• 三菱電機變頻器 E720-0.5KW
• 交流馬達 HONTO DENKI 4IK25A-S
• RS-485 通訊

TW-DME62700 (TW-300 的好夥伴 )

實習設備

電力電表

動態檢視 ( 點擊播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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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設備

Q 系列 PLC 實習機

• 採用三菱 Q 系列 PLC + Q Motion 運動模組

• 人機採用世界銷售第一，日本 Pro-face 公司 5.7" 彩色 LCD 機種。

• 定位速度補間控制     • 多軸高速同步控制

• 三軸伺服驅動機構     • 系統規模最小 8 軸

• 電子凸輪軌跡控制     • 示波器動態監視功能軟體

• 高解析絕對型馬達

• 標準配備三菱 Q 系列 PLC Q00UCPU 主機，輸入 16 點、輸出 16 點。

• 採用 5 個槽位底座，除已使用的兩個 I/O 模組外，保留 3 個空槽位可
追加不同的特殊模組做實驗。

• ON、OFF 及 ON/OFF 彈跳搖頭開關 8 組及輸出指示燈 8 組。

• 2 位數指撥開關 1 組。

• 2 位數 7 段顯示器 1 組。

• 選購配備：彩色人機介面。

TW-750 (Q 系列專用 ) TW-NC201

 

推薦
書籍

 

 

推薦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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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配備三菱最高級的 Q 系列 Q02H CPU 主機，搭配輸
入 16 點、輸出 16 點架構。

• 採用三菱 Q 系列 PLC + QD75 定位模組，可執行單軸定
位及速度控制，最大 600 筆之表單定位功能，最快之發
送脈波為 1,000,000PPS。

• 實習機標準配備單軸伺服定位用 " 時規皮帶驅動裝置 "，
PLC 伺服定位控制完全到位，輕輕鬆鬆入門 PLC 伺服定
位控制。

• 人機介面可選擇 Pro-face 人機觸控螢幕 GP4000 系列，
最精良的科技工控組合最符合工廠自動化的主流趨勢。

• 採用三菱電機最暢銷的 J4 系列伺服馬達，三菱伺服馬達的設
定操作垂手可得。

• 標準內建時規皮帶驅動裝置一座，驅動裝置左側配備左極限開
關 , 右極限開關及原點復歸用近點 (DOG) 檢知器各一個，單軸
伺服定位系統一次到位。

• 內建 AC110 轉 AC220V 電源裝置，本系統實驗時只需使用
AC110V 即可動作。

• 採用最新型三菱火狐狸第 3代PLC的旗艦機種FX3U-32MT，徹
底解析 FX3U 可執行的各項尖端功能。

• FX3U-32MT 內建 3 軸伺服定位控制功能，不必擴充軸控模組，
你也可以做伺服定位實習。

• 實習機標準配備單軸伺服定位用 "’時規皮帶驅動裝置 "，PLC
伺服定位控制完全到位，輕輕鬆鬆入門 PLC 伺服定位控制。

• 人機介面可選擇 Pro-face 人機觸控螢幕 GP4000 系列，最精
良的科技工控組合最符合工廠自動化的主流趨勢。

實習設備

伺服馬達實習機

TW-750J3-NC1

TW-NC1 ( 單軸伺服運動機構 )

TW-532-NC1

推

 

 
推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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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功能強大、最暢銷、相容性最高的三菱 Q 系列 PLC。
• 除了 PLC 支援 Modbus 通訊協定 (Modbus RTU 或 TCP/IP 介面可選擇 )

之外；當然，溫控器及變頻器都有支援，自然形成以 Modbus 通訊協
定為主體的控制系統，百分百的相容性符合控制趨勢。

• 也可以使用傳統的類比信號 0~10VDC 來控制變頻器。
• 人機介面採用先進的 Pro-face 5.7" 吋彩色觸控螢幕。
• 實習項目涵蓋 PLC 程式設計、Modbus 通訊協定、溫度控制、類比信

號控制及馬達變頻控制，學習效益深入且廣泛。

實習設備

變頻控制實習機

TW-933-Q ( 全國技能競賽 - 工業配線組 )

 

推薦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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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TW-300 系列衍生而出的新機種。
• 分離式設計，可分別或一起購買。
• 搭載三菱 FX5U-32M，Pro-face 普羅菲司 GP-

4402，可選擇最方便的運用方式。

• 由 TW-300 系列衍生而出的新機種。
• 分離式設計，可分別購買。
• 搭載三菱 FX5U-32M，，可選擇最方便的運用方式。

• 由 TW-300 系列衍生而出的新機種。

•  分離式設計，可分別或一起購買。
• 搭載 Pro-face 普羅菲司 GP-4402，可選擇最方便的

運用方式。

入門實習設備

TW302 系列實習機

TW-302

TW-302-3U-PLC (TW-302-5U-PLC)

TW-302-4402

推               

 

推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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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載普羅菲司 TFT 7 吋彩色人機 GP-4402、三
菱 PLC FX3G-24M。
( 可選購功能強大的 FX3U 特殊模組擴充群 )。

• GC4000 型 人 機 以 及 PLC FX3G 系 列 均 使 用
USB Port 傳送畫面及程式。

• 搭載普羅菲司最新 TFT 7 吋網路型彩色人機 GP-4402 以及三菱
FX5U-32M，双網路機型帶您一探工業 4.0 的奧妙。

• 三菱 FX5U-32M，不只可選購功強大的特殊模組擴充群，更有以往
FX 系列不曾有過的 ST、FBD 語言，一機即可習得多種語法。

• 只需要一個 HUB，立即建立區域網路架構；不管您要傳輸程式、進
行通訊、監控模式，TW302-5U 讓您成為自控網路達人。

• 使用業界最主流的 FX3U PLC 及普羅菲司 GP000 型人機。
• 搭載普羅菲司 TFT 7 吋彩色人機 GP-4402，軟體支援

Pass-through 功能，即使沒有 PLC 傳輸線也可經由人
機介面傳輸 PLC 程式。

• 與教育單位同步使用相同 PLC 機型 FX3U-32M。( 可選
購 3U 特殊模組，強大的擴充功能正是 FX3U 的強項 )。

入門實習設備

TW300 系列實習機

TW301-3G 平價戰鬥機

TW302-5U 網路旗艦機

TW301-3U 當紅炸子機

推               

 

推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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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套餐

入門三菱 PLC 入門的最佳配備
一台 FX3U-32MT 的 PLC 加上 16 點的模擬開關，
搭配一組程式傳輸線及 110V 的電源線。

• 內建 64k Steps RAM 記憶體。
• 內建 3 軸伺服定位控制功能。
• 最大可擴充至 384 點。

•與 FX3U 主機連接，
進行輸入輸出的模擬操作。 • 双象自製，電腦端為 USB 接頭，

PLC 端為 RS-422 接頭。

• 外接電源線，
附有 ON/OFF 的切換開關。

FX3U-32MT/ES-A

16 點自製模擬開關 1TW-PLCUSB-001；
PLC 對電腦的程式傳輸線

110V 的電源線；
附中間切換開關

双象叢書
2本自選 + 附贈1本

    

http://shop.two-way.com.tw/TwoWay/specials.php
http://www.two-way.com.tw/


B 套餐

三菱 PLC 與 GP 人機的完全組合
A 套餐內的基本配備再加上 5.7 吋的人機介面及原廠的人機傳輸線和一台電源供應器，
使用者拿到實習設備時，皆以配線完畢，插上電源即可操作使用。

• 內建 64k Steps RAM 記憶體。
• 內建 3 軸伺服定位控制功能。
• 最大可擴充至 384 點。

•與 FX3U 主機連接，
進行輸入輸出的模擬操作。

• 双象自製，電腦端為 USB 接頭，
PLC 端為 RS-422 接頭。

• 為 Pro-face 原廠傳輸線。

• 功能擴充基板，可做為 GP 人機
與 FX3U 的通訊 PORT。

• 外接電源線，
附有 ON/OFF 的切換開關。

FX3U-32MT/ES-A

FX3U-422BD
16 點自製模擬開關

電源供應器 S-35-24

1TW-PLCUSB-001；
PLC 對電腦的程式傳輸線

110V 的電源線；
附中間切換開關

CA3-USBCB-01；
GP 人機對電腦的程式傳輸線

• 單色藍光 LCD。
• 藍 / 白 (8 色灰階 )。

AST-3301-B1-24V

双象叢書
2本自選 + 附贈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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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套餐

個人化的實習機台
將 B 套餐內所有組件組裝成一台實習機，包含內部配線及外部收藏箱。

• FX3U-32MR/ES-A。
• PFXGP4301TADW。
• FX3U-422BD。
• 16 點模擬開關。
• 人機對 PLC 的連接線。
• 外部底板及相關組裝配線。

•與 FX3U 主機連接，
進行輸入輸出的模擬操作。

• 双象自製，電腦端為 USB 接頭，
PLC 端為 RS-422 接頭。

• 為 Pro-face 原廠傳輸線。

• 外接電源線，
附有 ON/OFF 的切換開關。

實習機台

16 點自製模擬開關

電源供應器 S-35-24

1TW-PLCUSB-001；
PLC 對電腦的程式傳輸線

110V 的電源線；
附中間切換開關

CA3-USBCB-01；
GP 人機對電腦的程式傳輸線 双象叢書

2本自選 + 附贈2本

收納箱
• 34 x 17 x 18 的收納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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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狐狸系列 FX3G FX5U

250 元 450 元 120 元 350 元 600 元 750 元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PLC 入門篇 
( 第八版 : 附錄 GX 
Works2 操作範例 )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
狐狸指令
應用例 100 題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單雙軸 NC 模組
FX-10GM/20GM
實用程式例(28頁)(影
印版 )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0P 程式書寫器 
中文使用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G
中文使用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5U
中文使用手冊

10 15 18 41 39 50

FX2N
Pro-face

人機介面系列

300 元 250 元 250 元 400 元 350 元 750 元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雙軸 NC 模組
FX-20GM
 ( 影印版 )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 32
FX2N 專用指令篇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 32
單軸 NC 模組 FX2N-
1PG ( 影印版 )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類比變換模組
中文使用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 32 
單軸 NC 模組
FX2N-10PG

Pro-face 人機介面 
GP4000 入門操作手冊 
( 內含多種範例畫面，
搭配 PLC 程式 )

6 11 14 20 22 52

FX3U

450 元 750 元 350 元 450 元 750 元 500 元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 伺服定位篇
 ( 第四版 : 軟體編
輯畫面 , 使用 GX 
Works2 中文版 )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
中文使用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 左側模組
中文使用手冊 
Modbus 通信篇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 左側模組
中文使用手冊 
乙太網路通信篇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 類比模組
中文使用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1PG
單軸伺服定位模組
中文使用手冊

32 36 38 45 53 54

原廠代理

750 元 750 元 750 元 600 元 600 元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
MELSECNET/H 網路系統
參考使用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
乙太網路介面模組 
中文使用手冊 - 基礎篇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 CC-Link 
( 主站 / 遠端站模組 ) 
網路系統參考使用手冊

三菱泛用變頻器 
FREQROL-E700 
使用說明書
 ( 應用篇 )

三菱泛用 AC 伺服
MR-J4 伺服驅動器 
技術資料集
( 中文版 )

M1 M6 M7 M11 M13

Q 系列

650 元 750 元 650 元 750 元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
中文使用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
伺服定位模組 
中文使用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QnU 系列
中文使用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
PLC 基本指令篇
增訂版

25 40 42 51

編輯軟體系列

600 元 300 元 700 元 300 元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GPPW
中文使用手冊
- 完整版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MELSOFT Navigator 
iQ Works 入門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GX Works2
中文手冊 - 共通篇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GX Works2
中文手冊
- 簡單工程篇

46 47 48

Two-Way
双象
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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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熱門的機種！ 最詳盡的解說！ 最完善的教材！

1 號餐

Q 系列吃到飽

套餐價 $5,500
實習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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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價 $2,000

4 號餐

PLC 新手上路
入門 PLC 不再是難事，新手上路套餐讓您「看了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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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價 $2,900

5 號餐

FX2N 全家餐
一次擁有 FX2N 系列所有書籍，讓您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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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號餐

FX3U 哈燒組
FX3U 正流行，絕對不要讓自己輸在起跑點上！

套餐價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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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號餐

編輯軟體組合餐
助您輕鬆上手三菱 PLC 專用編輯軟體！

套餐價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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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號餐

FX3G 得意餐
讓您一次掌握三菱火狐狸第三代機種所有功能！

套餐價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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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價 $2,100

9 號餐    QQ 餐
一書在手，Q 系列 PLC 運用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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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GPPW 中文使用手冊 - 完整版

售價：600 元

33

書籍
套餐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程式
A 系列、Q 系列、QnA 系列、FX0S/N、FX1S/N、FX1、FX2、FX2N

系列用程式編輯軟體的中文使用手冊

  注意

1.	GPPW、GX	Works2、GX	Works3 都是三菱 PLC 的程式編輯軟體，
各軟體最大的不同點是所支援的 PLC 機種的不同。

2.	A系列機種不支援A0J2、A0J2必須使用DOS版的GPPA編輯軟體。

GPPW 的主要功能

・PLC 程式編輯	
・參數設定
・對 PLC 的讀出及寫入、監視 / 除錯、診斷

GPPW 的特點

・單一工程或結構化工程的編輯
・使用標籤編輯程式
・可編輯階梯圖、SFC、ST、功能區塊等多種語言
・離線模擬功能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95/08 1000 本 第一版，共 550 頁。

96/03 1000 本 第二版，共 550 頁。
95/09，修改 P.1~13 表格內容。

97/03 1000 本 第三版，共 550 頁。
98/08 1000 本 第四版，共 550 頁。

100/07 1000 本 第五版，共 550 頁。
104/01 500 本 第六版，共 550 頁。

GPPW 所支援機種請參考下一頁內容。

編輯
軟體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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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串列通信介面作連線的模組：
PLC 系列 模組名稱 模組型號

Q 系列

PLC CPU 模組
Q00J、Q00、Q01、Q02(H)、Q06H、Q12H、Q12PH、
Q25H、Q25PH、Q25SS
Q02(H)-A、Q06H-A

串列通信模組 *1 QJ71C24、QJ71C24-R2

MELSECNET/H 模組 QJ72LP25、QJ72BR15

G3 模組 AJ65BT-G4-S3

QnA 系列

PLC CPU 模組 Q2A、Q2AS(H)、Q2AS1、Q2AS(H)S1、Q3A、Q4A、Q4AR

串列通信模組 *2

AJ71QC24、AJ71QC24-R2、AJ71QC24-R4
AJ71QC24N、AJ71QC24N-R2、AJ71QC24N-R4
A1SJ71QC24、A1SJ71QC24-R2
A1SJ71QC24N、A1SJ71QC24N-R2 

MELSECNET/H 模組
AJ72QLP25、AJ72QBR15
A1SJ72QLP25、A1SJ72QBR15
QJ72LP25、QJ72BR15

G4 模組 AJ65BT-G4、AJ65BT-G4-S3

A 系列

PLC CPU 模組

A0J2H、A1S(S1)、A1SJ、A1SH、A1SJH、A1FX
A1N、A2N(S1)、A3N
A2A(S1)、A2AS(S1)、A2AS-S30、A2AS-S60
A2C、A2CJ、A2S(S1)、A2SH(S1)
A2U(S1)、A2US(S1)、A2USH-S1
A3A、A3U、A4U

串列通信模組 *3

AJ71UC24
A1SJ71UC24-R2、A1SJ71UC24-PRF
A1SJ71C24-R2、A1SJ71C24-PRF
A1SCPUC24-R2
A1SCCPU24、A1SCCPU24-PRF

MELSECNET(II) 模組 AJ72P25、AJ72R25

MELSECNET/BH 模組 AJ72T25B、A1SJ72T25B

MELSECNET/10 模組 AJ72LP25、AJ72BR25

G4 模組 AJ65BT-G4、AJ65BT-G4-S3

FX 系列 PLC CPU 模組
FX0(S)、FX0N

FX1、FX1S、FX1N、FX2(C)、FX2N(C)

MOTION
(SCPU)

PLC CPU 模組 A171SH、A172SH、A173UH(S1)、A273UH(S3)

可使用 MELSECNET/10 或 H介面作連線的模組：
PLC 系列 模組名稱

Q 系列
QJ71LP21、QJ71LP21-25
QJ71BR11

QnA 系列
AJ71QLP21、AJ71QBR11
A1SJ71QLP21、A1SJ71QBR11

A 系列
AJ71LP21、AJ71BR11
A1SJ71LP21、A1SJ71BR11

可使用 MELSECNET/H 介面作連線的模組：
PLC 系列 模組名稱

Q 系列
QJ71LP21、QJ71LP21-25
QJ71BR11

可使用 CC-Link 介面作連線的模組：
模組名稱

Q 系列 QJ61BT11

QnA 系列 AJ61QBT11、A1SJ61QBT11

A 系列 AJ61BT11、A1SJ61BT11

可使用乙太網路介面作連線的模組：
模組名稱

Q 系列 QJ71E71、QJ71E71-B2、QJ71E71-100

QnA 系列
AJ71QE71、AJ71QE71-B5
A1SJ71QE71-B2、A1SJ71QE71-B5

A 系列

AJ71E71-S3
AJ71E71N-B2、AJ71E71N-B5T
A1SJ71E71-B2、A1SJ71E71-B2-S3
A1SJ71E71-B5、A1SJ71E71-B5-S3
A1SJ71E71N-B2、A1SJ71E71N-B5N

*1：有些串列通信模組提供 RS-232 介面，可直接與個人電腦做 1：1 的連接；而有些串
列通信模組提供 RS-422/485 介面，只可與個人電腦做 n：1 的連接。
如下表所示：

型號 提供介面 1：1 連線
1：n 連線

第 1 個模組 第 n 個模組

QJ71C24
RS-232 ○ ○ ×
RS-422/485 × × ○

QJ71C24-R2
RS-232 ○ × ×
RS-232 × × ×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GPPW 的支援機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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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MELSOFT Navigator 
  iQ Works 入門手冊    

售價：300 元

46

書籍
套餐

  支援機種

MELSOFT	Navigator 支援的 PLC 機種涵蓋：

Q 系列、L 系列、火狐狸 FX 系列

本說明說以 Q 系列操作為主做說明。

關於 MELSOFT iQ Works

MELSOFT 是將各種工程軟體 (GX	Works、
MT	Developer、GT	Designer3) 整合起來的軟
體，能使相關軟體的資訊能夠互通，在系統
設計及程式編輯上更有效率。

MELSOFT iQ Works 的特點

・以圖形來編輯系統架構讓專案管理可視化

・提升專案的管理效率

・簡化的參數設定

・使用系統標籤讓程式編輯更有效率

・程式備份操作更簡單

・連結 Motion 程式可提升程式的編輯效率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102/12 1000 本 第一版，共 130 頁。

目　　　錄

第 1章    前言 1-1
 1.1  關於MELSOFT  iQ Works 1-2

 1.2  特點  1-3

第 2章    畫面構成 2-1
 2.1  畫面構成 2-2

第 3章     MELSOFT Navigator的操作順序 3-1
 3.1  MELSOFT  Navigator從啟動到結束的操作順序 3-2

 3.2  啟動MELSOFT Navigator 3-3

 3.3  開立新的工作區域 3-4

 3.4  建立系統架構圖 3-8
   3.4.1 系統架構圖的製作方法 ……………………………………………………… 3-8

   3.4.2 建立模組配置圖 ……………………………………………………………… 3-9

   3.4.3 建立網路架構圖 ………………………………………………………………3-20

 3.5  建立專案 3-21
   3.5.1 新增專案 ………………………………………………………………………3-21

   3.5.2 於 PLC執行 I/O編訂作業 ……………………………………………………3-27

 3.6  參數設定 3-30

 3.7  檢查系統架構圖 3-38
   3.7.1 檢查系統架構圖 ………………………………………………………………3-38

   3.7.2 檢查電源容量及 I/O點數 ……………………………………………………3-39

 3.8  編輯專案 3-40
   3.8.1 編輯專案 ………………………………………………………………………3-40

   3.8.2 使用舊有的專案（匯入） ……………………………………………………3-41

 3.9  控制資料的讀出 /寫入 /驗證 3-44

 3.10 儲存工作區 3-47
   3.10.1 另存新檔 ………………………………………………………………………3-47

   3.10.2 儲存工作區 ……………………………………………………………………3-48

 3.11 列印工作區 3-49

 3.12 關閉工作區 3-50

 3.13 結束MELSOFT Navigator 3-51

全書共 6 個章節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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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GX Works2 中文手冊 - 共通篇

售價：700 元

47

書籍
套餐

  注意

1.	GPPW、GX	Works2、GX	Works3 都是三菱 PLC 的程式編輯軟體，各軟
體最大的不同點是所支援的 PLC 機種的不同。

2.	GX	Works2 不支援 A 系列及 FX5U 系列 PLC 的程式編輯。

GX Works2 的主要功能

・PLC 程式編輯	
・參數設定
・對 PLC 的讀出及寫入、監視 / 除錯、診斷

GX Works2 的特點

・單一工程或結構化工程的編輯

・使用標籤編輯程式

・GPPW 程式檔的匯入沿用

・可編輯階梯圖、SFC、ST、功能區塊等多種語言

・離線模擬功能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104/01 1000 本 第一版，共 660 頁。
106/10 1000 本 第二版，共 660 頁。

支援機種：

三菱電機 PLC	Q 系列、L 系列、火狐狸 FX 系列。

GX	Works2是一套PLC程式編輯軟體，它與之前的程式編輯軟體GPPW比起來，功能更強大，
操作更方便，更容易使用。

本書為 GX	Works2 的中文手冊，內容詳盡、完整，讓您輕鬆學習無負擔。

內容
簡介

實習
設備

編輯
軟體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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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1.	GPPW、GX	Works2、GX	Works3 都是三菱 PLC 的程式編輯軟
體，各軟體最大的不同點是所支援的 PLC 機種的不同。

2.	GX	Works2 不支援 A 系列及 FX5U 系列 PLC 的程式編輯。

支援機種：
三菱電機PLC	Q系列、L系列、火狐狸FX系列。

書籍
套餐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GX Works2 中文手冊 - 簡單工程篇

售價：300 元

48

三菱 PLC 所使用的工程 (Project) 分成	簡單工程	及	結構化工程	兩種。

指定	簡單工程	時，程式語言可選擇梯形圖、SFC、ST 當中的一種來做程式的編輯。

指定	結構化工程	時，程式語言除了梯形圖、SFC、ST 外，再加入 FBD（功能區塊階梯圖）
來供程式編輯的選擇。

本書以	簡單工程	當中的梯型圖及 SFC 為程式編輯語言分成兩篇做操作說明。

按照本書所指引的步驟操作，可輕易的入門 GX	Works2 的階梯圖及 SFC 的程式編輯。

梯型圖程式的編輯

程式例 程式設計 將工程寫入至 PLC 的 CPU 動作監視 診斷 PLC	CPU
從 PLC	CPU 讀出工程 列印 儲存工程 結束程式。

SFC 程式的編輯

程式例 程式設計 將工程寫入至 PLC 的 CPU 動作監視 診斷 PLC	CPU
從 PLC	CPU 讀出工程 列印 儲存工程 結束程式。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104/01 1000 本 第一版，共 110 頁。
105/07 1000 本 第二版，共 110 頁。

實習
設備

編輯
軟體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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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介紹

本書是針對三菱 FX	PLC 入門的說明書籍。

以 FX2N	PLC 為說明機種，從 PLC 為何物 ? 如何配
線、階梯圖、a/b 接點、自保持 / 互鎖的觀念、PLC
的基本指令、導入事例及程式練習，帶使用者入門
PLC 的控制世界。

本書特色

本書提供三道程式練習，內容涵蓋控制目的、配
線、程式設計及監視。

・程式練習 1:	搶答題

・程式練習 2:	飼料不足檢出例

・程式範例 3:	人行步道紅綠燈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88/01 500 本 第一版，共 92 頁。
90/05 500 本 第二版，共 92 頁。
92/09 500 本 第三版，共 92 頁。
94/05 500 本 第四版，共 92 頁。
95/05 500 本 第五版，共 92 頁。
97/06 500 本 第六版，共 92 頁。
99/12 500 本 第七版，共 92 頁。

104/03 500 本 第八版，共 92 頁。

支援機種：FX3S/FX3G/FX3U 系列

優惠
套餐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PLC 
入門篇 ( 第八版 : 附錄 GX 
Works2 操作範例 )

售價：250 元

10

書籍
套餐

火狐
狸全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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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針對 FX2、FX2N、FX3U 各指令的使用規則均有說明，本書
進一步的詳細說明各指令的使用方法及應用例。

・FX2、FX2N、FX3U	PLC 除了順序控制指令 (LD、AND、
OR、OUT…) 外，每個應用指令 ( 傳送、四則運算等 ) 均有
指令編號 ( 例：FNC12	MOV、FNC20	ADD)。

本書以編號順序編成章節，對每一個應用指令可能使用的
時機，設計應用程式例讓讀者可很容易地掌握指令的應用
時機及原則。

・本書第 2 章為計時器回路篇，與計時器有相關的 ON 延遲、
OFF 延遲、一次觸發等各種計時回路，本章有詳細的說明。

・本書第 3 章為計數器回路篇，與計數器有關的各種應用回
路，本章有詳細的說明。

・本書第 7 章為間接暫存器 VZ 篇，對間接位址的應用，本章
有詳細的說明。

・本書第 11 章為高速處理指令篇，對 FX	PLC 內建高速計數
器的應用，本章有詳細的說明。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87/06 1000 本 第一版，共 455 頁。
88/03 1000 本 第二版，共 455 頁。
89/03 1000 本 第三版，共 455 頁。
90/06 1000 本 第四版，共 455 頁。
91/09 1000 本 第五版，共 455 頁。
93/04 1000 本 第六版，共 455 頁。
94/07 1000 本 第七版，共 455 頁。

96/03 1000 本 第八版，共 455 頁。
新增範例程式下載。

98/03 1000 本 第九版，共 455 頁。
與第八版相同。

101/05 1000 本 第十版，共 455 頁。
與第八版相同。

支援機種：FX 全系列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指令應用例 100 題

售價：450 元

15

書籍
套餐

本書是針對三菱 FX2、FX2N、FX3U	PLC 指令的應用做說明的書籍。

火狐
狸全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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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FX-10GM、FX-20GM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單雙軸 NC 模組 FX-10GM/20GM
實用程式例 (28 頁 )( 影印版 )

售價：120 元

18

  注意

本書已停止出版，但仍保留原稿，以拷貝資料出售。

本書介紹

本書是針對三菱電機熱銷的單雙軸伺服定
位模組 FX-10GM、FX-20GM 所出版的實用
程式例。

本書只有 28 頁，對 FX-10GM、FX-20GM
的程式應用有簡單、直接的說明。

火狐
狸全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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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FX-30P

・FX-30P 是市占率第一 FX3U 主機的專用掌上型程式書寫器，發售以來，立刻獲得學校教育單位的廣大
回響，成為 FX3U	PLC 教學時的程式書寫器。

・30P 是一台掌上型程式書寫器。

・30P 的液晶顯示幕可以顯示 21 個字 8 行，可顯示繁體中文。

・30P 提供 ONLINE 及 OFFLINE 兩種操作模式

・ONLINE 操作模式下，30P 鍵盤所打入的程式直接進入 PLC 的程式記憶體當中 ;	OFFLINE 操作模式下，
30P鍵盤所打入的程式則是進入30P本身的RAM當中，30P內建電池，用來保護RAM的程式不會消失。

・30P 內建快閃記憶體，最多可儲存 15 個程式。

・30P 使用非圖形表現的程式表單來顯示程式。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98/12 500 本 第一版，共 200 頁。

支援機種：FX2、FX3 系列系列

本書是 FX-30P 的中文操作使用說明書。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0P 程式書寫器 
中文使用手冊

售價：350 元

41

火狐
狸全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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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點

・三菱 PLC	FX3G 主機的中文使用說明書，特點如下。

・FX3U 的最大輸入輸出點數為 256 點，FX3G 則是 128。

・FX3U 主機的輸入輸出點比例是 1:1，FX3G 主機則是 3:2。

・FX3G 主機的程式向上相容於 FX3U 主機。

・FX 的特殊模組除了支援 FX3U 主機外，幾乎也都支援 FX3G 主機，只是可以連接的台數較少。

・FX3U 主機提供一個 422 通信埠作程式傳輸或連接人機用，FX3G 主機除了 422 通信埠之外，
也內建一個 USB 通信埠，可直接連接電腦作程式傳輸用。

・本書分成三大篇，共 880 頁。

硬體篇 :	FX3G 主機各部功能及系統架構的說明。

指令篇 :	27 個順序控制指令 ,	2 個步進階梯圖指令 ,	123 種應用指令的個別說明。

程式書寫器 :	FX3G 專用程式書寫器 FX-20P 的操作說明。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98/04 1000 本 第一版，共 880 頁。

編輯
軟體
系列

書籍
套餐

支援機種：FX3G 系列系列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G 中文使用手冊

售價：600 元

39

實習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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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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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點

・FX5U 的最大輸入輸出點數為 384 點，連接 CC-Link 網路可再擴充 128 點，總點數可至 512 點。

・FX5U 主機的輸入輸出點比例採 1：1 設計。

・FX5U 使用 GX	Works3 來編輯程式，GX	Works2 不支援 5U。

・FX3U 主機可透過 GX	Works3 可轉換程式至 FX5U。

・FX5U 的程式語法相容於 IEE61131.3，程式語言除了階梯圖外，也支援 ST、FBD。

・FX5U 透過轉換模組 FX5-CNV-BUS 即可與 FX3U 的輸入輸出模組及特殊模組連接，資源共享。

・FX5U 主機提供一個 RJ45 乙太網路通信埠作程式傳輸或連接人機用，FX5U 主機內建一個支援 Modbus 通信
協定的 485 通信埠之外，也內建 2 點類比輸入 /1 點類比輸出端。

・本書分成四篇，共 600 頁。

硬體篇：FX5U 主機各部功能及系統架構的說明。

CPU 內建功能：提供 FX5U 內建 ADDA 程式範例及乙太網路通信埠連接人機的範例。

指令一覽表：FX5U 相關指令一覽表。

程式範例篇：提供 1. 搶答題、2. 紅綠燈、3. 自動販賣機三道例題，以階梯圖、ST、FBD 各種語言來設計程
式範例。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106/10 1000 本 第一版，共 600 頁。

支援機種：FX2、FX3 系列系列

三菱 PLC	FX5U 主機的中文使用說明書。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5U 中文使用手冊

售價：750 元

50

實習
設備

FX5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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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火狐狸	FX 系列

FX-20GM 特點

・雙軸 NC 模組	FX-20GM 使用與 CNC 相同的控制語言 G	Code

做程式設計，並使用專用掌上型程式書寫器 E-20TP 來輸入
程式。

	本模組可與三菱電機伺服馬達連接，或與泛用型伺服馬達連
接，由本控制器發送脈波，可做同時 2 軸 ( 直線補間、圓弧
補間 ) 或獨立 2 軸的定位控制。

・本模組可連接手搖鼓輪當成手動 JOG 運轉。

・本模組不必與PLC連接，可單獨使用，亦可與PLC連接使用。

內容
簡介

三菱火狐狸雙軸 NC 模組	FX-20GM 的使用說明書，於 1996 年出版，歷經 3 刷，為暢銷書籍。

本使用手冊出版逾 20 年，已停止印刷，但是，本模組有相當的數量仍在生產現場運轉中，為
了讓現場人員可快速有效的了解 20GM，本使用手冊仍提供影印版，歡迎透過 LINE@ 詢問。

  注意

已停止印刷，仍提供影印版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85/01 500 本 第一版，共 130 頁。
86/07 500 本 第二版，共 130 頁。
90/09 500 本 第三版，共 130 頁。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雙軸 NC 模組 FX-20GM
 ( 影印版 )

售價：300 元

6

FX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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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火狐狸	FX、FX2N 系列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87/10 500 本 第一版，共 141 頁。
89/07 500 本 第二版，共 141 頁。
92/04 500 本 第三版，共 141 頁。
97/01 500 本 第四版，共 141 頁。

三菱 FX2N 系列 PLC 新增指令的應用例題。

由於”應用題 100 題”出版後頗獲好評，本書繼”應用題 100 題”之後，將”應用題 100 題”內
未登載的 FX2N 新指令，FNC80~88( 通信相關指令 )、FNC49	FLT( 浮點運算相關指令 ) 及接點型態
比較指令 (LD=><,	AND=><,	OR=><) 以”應用題 100 題”的例題形式，再出版本書。

本書於 1998 年出版，歷經 4 刷，為暢銷書籍。

本書內容：

・微分接點指令

・接點型態比較指令

・萬年曆時鐘指令

・RS232C、網路指令

・小數點比較指令

內容
簡介

・小數點加減乘除指令

・間接指定暫存器 VZ

・資料處理 -2

・旋轉、位移指令

・特 M 及特 D

・錯誤編號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 32 FX2N 專用指令篇

售價：250 元

11

書籍
套餐

FX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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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火狐狸	FX2N 系列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88/06 500 本 第一版，共 53 頁。
90/09 500 本 第二版，共 53 頁。
93/07 500 本 第三版，共 53 頁。

本書是專門針對三菱 32	FX2N 系列單軸 NC 伺服定位模組 FX2N-1PG 的使用說明書。

於 1999 年出版，歷經 3 刷，為暢銷書籍。

FX2N-1PG 簡介

FX2N-1PG 是一台脈波輸出的特殊模
組，它最快可輸出 100kHz 的脈波，須
連接 FX2N 主機才可使用，一台 FX3U-
1PG 可連接控制 1 軸伺服馬達或步進
馬達，一台 FX2N 主機最多可連接 8 台
FX2N-1PG。

PLC 於程式中使用 FROM 指令來讀出
FX2N-1PG	BFM 的定位參數及控制資
料，使用 TO 指令來寫入定位參數及控
制資料至 FX2N-1PG 的 BFM 當中。

FX2N-1PG 可執行的定位控制

[ 手動定位運轉 ]

	・機械原點復歸運轉

	・JOG 運轉

[ 自動定位運轉 ]

・	1 速定位運轉

	・中斷插入 1 速定位運轉

	・2 速定位運轉

	・外部命令定位運轉

	・可變速運轉

內容
簡介

  注意

已停止印刷，仍提供影印版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 32 單軸 NC 模組
FX2N-1PG ( 影印版 )

售價：250 元

14

書籍
套餐

F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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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火狐狸	FX2N 系列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89/06 500 本 第一版，共 167 頁。

91/09 500 本
第二版，共 191 頁。
追加 FX1N-2AD-BD、FX1N-1DA-
BD 兩本中文使用手冊，共 24 頁。

93/07 500 本 第三版，共 191 頁。
95/06 500 本 第四版，共 191 頁。

98/04 500 本 第五版，共 191 頁。
訂正 8AD-16 及 8AD-28。

101/08 500 本 第六版，共 191 頁。

三菱火狐狸 32	FX2N 系列類比變換相關模組的使用說明書。

本書於 2000 年出版，歷經 6 刷，為暢銷書籍。

共收錄了 9 本三菱 PLC	FX2N 主機可使用的類比輸入輸出模組的說明手冊。

涵蓋的類比輸入輸出模組型號如下：

・電壓電流輸入模組

FX1N-2AD-BD

FX2N-2AD

FX2N-4AD

FX2N-8AD

內容
簡介

・電壓電流輸出模組

FX1N-1DA-BD

FX2N-4DA

・溫度檢知輸入模組

FX2N-4AD-PT

FX2N-4AD-TC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類比變換模組 中文使用手冊

售價：400 元

20

書籍
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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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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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火狐狸	FX2N 系列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91/04 500 本 第一版，共 70 頁。
94/10 500 本 第二版，共 70 頁。

101/09 500 本 第三版，共 70 頁。

本書是專門針對三菱火狐狸 32	FX2N 系列單軸 NC 伺服定位模組 FX2N-10PG 的使用說明書。

於 2002 年出版，歷經 3 刷，為暢銷書籍。

內容
簡介

書籍
套餐

FX2N-10PG 簡介

FX2N-10PG 是一台脈波輸出的
特殊模組，它最快可輸出 1MHz
的插動信號輸出，它必須連
接 FX2N 主機才可使用，一台
FX3U-10PG 可連接控制 1 軸伺
服馬達，一台 FX2N 主機最多可
連接 8 台 FX2N-10PG。

PLC 於程式中使用 FROM 指令
來讀出 FX2N-10PG	BFM 的定位
參數及控制資料，使用 TO 指令
來寫入定位參數及控制資料至
FX2N-10PG 的 BFM 當中。

FX2N-10PG 可執行的定位控制

[ 手動定位運轉 ]

	・機械原點復歸運轉

	・JOG 運轉

[ 自動定位運轉 ]

	・1 速定位運轉

	・中斷插入 1 速定位運轉

	・2 速定位運轉

	・中斷插入停止運轉

	・表單定位運轉

	・可變速運轉

	・手動脈波產生器模式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 32 單軸 NC 模組
FX2N-10PG

售價：350 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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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
套餐

支援機種：各廠牌 PLC	超過 500 種機型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106/02 500 本 第一版，共 516 頁。

Proface	GP4000 系列的使用說明書。

本書特色

本書從人機畫面編輯軟體 GP-Pro	Ex	4.0 的軟體安裝講起，對於
人機有關的元件設計，本書均有範例說明。

更具體的，本書以人機連接目前市佔率最高的三菱 FX3U	PLC
為例，不只是畫面設計的說明，對PLC的程式亦有詳盡的解說。

本書各章

1. 軟體說明

2. 開關 / 指示燈

3. 資料顯示 / 鍵盤輸入

4. 圖形顯示

5. 圖片顯示

6. 警報

7. 綜合範例

8. 配方設定與 SD 卡應用

9. 傳輸

附錄 A. 離線模式 (OFFLine	Mode)

附錄 B. 配線圖

    Pro-face 人機介面 
GP4000 入門操作手冊
 (內含多種範例畫面，搭配PLC程式)

售價：750 元

52

實習
設備

人機
介面
系列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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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本書第 1~3 版搭配使用英文版的 GPPW 程式編輯軟體做說明，第四版
(104 年 5 月出版 ) 將原有的英文版 GPPW 視窗畫面全部改成 GX	Works2
中文版視窗。

支援機種：FX3U 系列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 伺服定位篇 

( 第四版 : 軟體編輯畫面 , 使用

GX Works2 中文版 )

售價：450 元

32

書籍
套餐

本書是專門針對三菱 PLC	FX3U 內建伺服定位功能做說明的使用說明書。

FX3U 內建伺服定位功能特點

1.	FX3U/FX3UC 主機（電晶體輸出）的一般輸出點即可做 3 軸伺服定位控制。

2. 如果主機擴充 1 台左側高速輸出模組（FX3U-2HSY-ADP）的話，該模組可執行 2 軸伺服定位控制；

若是擴充 2 台做側高速輸出模組時，兩個模組共可執行 4 軸伺服定位控制。

3.	FX3U/FX3UC 使用伺服定位專用指令（FNC150~159）執行定位控制。

4.	FX3U/FX3UC 主機（電晶體輸出）的一般輸出點可輸出 100kpps 的脈波（開集極回路）。

5. 高速輸出模組（FX3U-2HSY-ADP）則是可以輸出 200kpps 的脈波（差動信號）。

6. 高速輸出模組（FX3U-2HSY-ADP）的脈波輸出模態可自由切換 " 脈波輸出 + 方向 " 或 " 正反脈波輸出 "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95/05 500 本 第一版，共 224 頁。

96/09 1000 本 第二版，共 224 頁。
P.14-8、P.14-12 內容更正。

101/02 500 本 第三版，共 224 頁。

104/05 500 本
第四版，共 224 頁。
原使用 GPPW 英文版視窗說明內容，
現改為 GX Works2 中文版視窗

實習
設備

FX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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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FX3U 系列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 中文使用手冊

售價：750 元

36

書籍
套餐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96/12 1000 本 第一版，共 800 頁。

98/04 1000 本

第二版，共 800 頁。
P.9-30、P.9-31、P.9-41、P.15-1、
P.21-3、P.21-19、P.47-5、P.47-6
內容更正。

99/09 1000 本
第三版，共 800 頁。
各指令元件列表內容更正：￥更正
為 \。

101/11 1000 本 第四版，共 800 頁。
104/01 1000 本 第五版，共 800 頁。

實習
設備

FX3
U

本書特點

・FX3U 主機是目前產業界佔有率最高的 PLC 之一。

・FX3U 主機是目前高職電機科、控制科佔有率最高
的 PLC 之一，本書也廣泛的被當成教學書籍使用。

・本書分成三大篇，共 800 頁。

1. 硬體篇 :	FX3U 主機各部功能及系統架構的說明。

2. 指令篇 :	29 個順序控制指令、2 個步進階梯圖指
令、486 個應用指令的個別說明。

3. 程式書寫器 :	FX3U 專用程式書寫器 FX-20P 的操
作說明。

・FX3U 周邊相關書籍共有 6 本，是本公司出版書籍
著力最深的系列叢書，本書為最暢銷、不可或缺的
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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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FX3U 系列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97/10 500 本 第一版，共 150 頁。
99/11 500 本 第二版，共 150 頁。

102/08 500 本 第三版，共 150 頁。

106/05 300 本 第四版，共 150 頁。
更正 1-1、2-1 頁。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 左側模組中文使用手冊
Modbus 通信篇

售價：350 元

38

書籍
套餐

三菱PLC	FX3U主機左側擴充模組FX3U-232ADP-MB、FX3U-485ADP-MB的中文使用說明書。

本書特點

・FX3U-232ADP-MB、FX3U-485ADP-MB 與 FX3U 主機連接之後，不僅提供 3U 主機具備 RS-232、RS-485
的串列通信埠，更是幫 3U 主機打開連接 Modbus 通信協定的大門，現行的變頻器、溫控器等控制元件幾
乎都提供支援 Modbus 通信協定的串列通信埠可供連接，透過 FX3U-485ADP-MB 的連接，FX3U 主機透
過 485 通信介面即可與不同控制目的的控制元件全部連接在一起，讓 FX3U	PLC 的系統整合能力往前跨
出一大步。

・FX3U 使用專用指令 ADPRW 與連接的 Modbus 控制元件執行資料的讀出或寫入的操作，本書詳細解說
Modbus 通信協定的相關規定及通信字串的構成。

・本書提供三道程式範例。

		1. 程式範例 1:	FX3U 主機與 1 台 RKC 溫控器的連接

		2. 程式範例 2:	FX3U 主機與 2 台 RKC 溫控器的連接

		3. 程式範例 3:	FX3U 主機與 1 台三菱電機變頻器 E700 的連接

・除了 Modbus 通信功能外，FX3U-485ADP-MB 也提供 8 台 3U 主機互通資料的迷你小網路功能，本書亦有
詳細的說明。

FX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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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FX3S/FX3G/FX3U 系列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102/11 1000 本 第一版，共 200 頁。

書籍
套餐

三菱 PLC	FX3U 主機左側擴充模組 FX3U-ENET-ADP 的中文使用說明書。

Ethernet 介面左側模組的概要

FX3U-ENET-ADP 與 FX3S/FX3G/FX3GC/FX3U/FX3UC 連 接 後， 可 當 成 PLC 的 10BASE-T/100BASE-TX	
Ethernet 介面，使用 TCP/IP‧UDP 通信協定與上位電腦連線

Ethernet 左側模組的特點

・區域網路內的個人電腦可透過GX	Works2 來對同一區域網路內的PLC執行資料 /程式得讀出及寫入操作。

・可使用 MC(MELSEC	Communication) 通信協定來設計與 PLC 通信的專屬應用程式 (A 相容 1E 架構 )。

・GX	Works2 不透過集線器，使用一條跳線的網路線可直接與 PLC 連線。

・使用 GX	Works2 的「CPU 搜尋功能」可搜尋網路內的 Ethernet 介面左側模組 +CPU 模組。

・使用「現在時間設定功能」能將現在時間寫入至 PLC 的 CPU 模組中。

・可在 GX	Works2 的參數設定中執行本模組的參數設定。

・可透過 GX	Works2 的「診斷功能」來呼叫本模組的異常及運轉狀態。

・透過「資料監視功能」可在個人電腦的瀏覽器監視 PLC	CPU 模組的元件現在值及本模組的各種資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 左側模組中文使用手冊 
乙太網路通信篇

售價：450 元

45

書籍
套餐

FX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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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FX3S/FX3G/FX3U 系列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107/03 600 本 第一版，共 416 頁。

本書收錄了 9 本三菱 PLC	FX3S/FX3G/FX3U 主機可使用的類比輸入輸出模組的說明手冊。

使用手冊涵蓋的類比輸入輸出模組型號如下：

電壓電流輸入模組

・FX3G-2AD-BD

・FX3U-4AD

・FX3U-4AD-ADP

・FX3UC-4AD

電壓電流輸入輸出模組

・FX3G-3A-ADP

電壓電流輸出模組

・FX3G-1DA-BD

・FX3U-4DA

・FX3U-4DA-ADP

溫度檢知輸入模組

・FX3U-4AD-PT-ADP

・FX3U-4AD-TC-ADP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 類比模組中文使用手冊

售價：750 元

53

書籍
套餐

內容
簡介

FX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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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FX3S/FX3G/FX3U 系列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107/06 600 本 第一版，共 122 頁。

本書是專門針對三菱單軸伺服定位模組 FX3U-1PG 的使用說明書。

FX3U-1PG是一台脈波輸出的特殊模組，它最快可輸出200kHz 的脈波，須連接 FX3U主機才可使用，
一台 FX3U-1PG 可連接控制 1 軸伺服馬達或步進馬達，一台 FX3U 主機最多可連接 8 台 FX3U-1PG。

PLC 於程式中使用 FROM 指令來讀出 FX3U-1PG	BFM 的定位參數及控制資料，使用 TO 指令來寫入
定位參數及控制資料至 FX3U-1PG 的 BFM 當中。

FX3U-1PG 可執行的定位控制

[ 手動定位運轉 ]

・機械原點復歸運轉

・JOG 運轉

內容
簡介

[ 自動定位運轉 ]

・1 速定位運轉

・中斷插入 1 速定位運轉

・2 速定位運轉

・外部命令定位運轉

・可變速運轉

・中斷插入停止運轉

・中斷插入 2 速停止運轉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1PG 單軸伺服定位模組
中文使用手冊

售價：500 元

54

書籍
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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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Q 系列

伴隨著三菱電機中大型 PLC 從 PLC	A、QnA 到 PLC	Q 的發展，PLC 網路也從一開始的 MELSECNET、
MELSECNETⅡ、MELSECNET	10進展至MELSECNET	H。網路通信的資料點數及速度都有大幅的進展。

本書即為三菱 MELSECNET/H	網路的中文使用說明書。

規格

項目 光纖 LOOP 系統 同軸電纜 BUS 系統

型號 QJ71LP21-25 QJ71BR11

LX/LY 8192 點 8192 點

LB 16384 點 16384 點

LW 16384 點 16384 點

通信速度 25Mbps/10Mbps 10Mbps

通信連接線 光纖 同軸電纜

通信距離總長 30km 300m/500m

通信站數 64 站 32 站

內容
簡介

  本書為攝陽公司出版的書籍。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
MELSECNET/H 

網路系統參考使用手冊

售價：750 元

M1

書籍
套餐

原廠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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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Q 系列

Q 系列 PLC 乙太網路模組 QJ71E71 功能簡介

(1)	使用 MELSEC 通信協定進行資料通信。

(2)	使用固定緩衝記憶體進行通信。

(3)	使用隨機存取緩衝記憶體進行通信。

(4)	透過電子郵件進行通信。

(5)	使用網路功能進行通信。

(6)	程式編輯軟體 GPPW 透過網路連線。

(7)	支援多重 CPU 系統。
  本書為攝陽公司出版的書籍。

三菱 Q 系列 PLC 乙太網路模組 QJ71E71-100,	-B5,	-B2 的中文使用說明書。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乙太網路介面模組 
中文使用手冊 - 基礎篇

售價：750 元

M6

書籍
套餐

原廠
代理

http://shop.two-way.com.tw/TwoWay/specials.php
http://www.two-way.com.tw/


支援機種：Q 系列

三菱 CC-Link 網路模組 QJ61BT11N 的中文使用說明書。

CC-Link 網路模組 QJ61BT11N 的規格

項目 QJ61BT11N

通信速率 156k/625k/2.5M/5M/10Mbps

最大傳送距離 1200m	~	100m( 因通信速率不同而變化 )

最大傳送局數 64 局 ( 一台主站 )

占用局數 1~4 局 ( 子站 )

系統最大連結點數

遠端 I/O(RX,	RY)：2048 點

遠端暫存器 (RWw)：256 點 ( 主站→子站 )

遠端暫存器 (RWr)：256 點 ( 子站→主站 )

每局最大傳結點數

遠端 I/O(RX,	RY)：32 點

遠端暫存器 (RWw)：4 點 ( 主站→子站 )

遠端暫存器 (RWr)：4 點 ( 子站→主站 )

通信介面 RS-485
  本書為攝陽公司出版的書籍。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

CC-Link ( 主站 / 遠端站模組 ) 

網路系統參考使用手冊

售價：750 元

M7

書籍
套餐

原廠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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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FREQROL-E700 系列

  本書為攝陽公司出版的書籍。

       三菱泛用變頻器 
FREQROL-E700 使用說明書 
( 應用篇 )

售價：600 元

M11

全書共 7 個章節

原廠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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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
三菱泛用 AC 伺服
MR-J4 伺服驅動器

  本書為攝陽公司出版的書籍。

全書共 7 個章節

       三菱泛用 AC 伺服 
MR-J4 伺服驅動器 技術資料集

售價：600 元

M13

實習
設備

原廠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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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wo-way.com.tw/


支援機種：Q 系列

特殊模組包括下列型號：

・A/D 變換模組：Q64AD、Q68ADV、Q68ADI。

・D/A 變換模組：Q62DA、Q64DA、Q68DAV、Q68DAI。

・溫度模組：Q64TD、Q64RD。

・溫度控制模組：Q64TCTT/BW、Q64TCRT/BW。

・高速計數模組：QD62、QD62E、QE62D。

・伺服定位模組：QD75P1/P2/P4、QE75D1/D2/D4。

・乙太網路模組：QJ71E71、QJ71E71-B2、QJ71E71-100。

・MELSECNET/10H 網路模組：QJ71LP21、QJ71BR11。

・CC-Link 網路模組：QJ61BT11。

・串列通信模組：QJ7124、QJ71C24-R2。

・串列通信模組的說明部分追加 Aplc 相容通信字串的說明。

內容
簡介

三菱中大型 PLC	Q 系列的使用說明書。本書於 2004 年出版，歷經 6 刷，為暢銷書籍。

本書為一本三菱 Q 系列 PLC 的綜合使用手冊，除了 Q 系列的系統 , 硬體架構說明 ,	指令一覽表 ,	特殊
補助繼電器/暫存器一覽表外，內容更涵蓋Q列的一般輸入/輸出模組及特殊模組的規格與簡易說明。

  注意

本書所使用的程式編輯軟體為 GPPW。

書籍
套餐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中文使用手冊  

 售價：650 元

25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93/09 1000 本 第一版，共 457 頁。
94/04 1000 本 第二版，共 457 頁。
95/03 1000 本 第三版，共 457 頁。

96/06 1000 本 第四版，共 457 頁
訂正 P.10-27 程式例。

98/04 1000 本 第五版，共 457 頁。
訂正 P.10-7、P.10-118。

103/03 500 本 第六版，共 457 頁。
訂正 P.2-3。

Q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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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Q 系列

本書介紹：

・本書於 2009 年出版，歷經 3 刷，為暢銷書籍。

・三菱 Q 系列 PLC 最經典、最穩定、最熱銷的伺服定位
模組非QD75P莫屬，本公司歷經7個月的編排及整理，
出版本書，使用者反應熱烈。

・本書的參數設定部分亦可讓運動控制器 QD77MS 做局
部性的參考。

三菱中大型 PLC	Q	伺服定位模組 QD75P1/P2/P4/D1/D2/D4 的使用說明書。

  注意

本書所使用的程式編輯軟體為 GPPW。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98/10 500 本 第一版，共 650 頁。
100/04 500 本 第二版，共 650 頁。
104/06 500 本 第三版，共 650 頁。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伺服定位模組 
中文使用手冊        

售價：750 元

40

書籍
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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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種：Q 系列

本書介紹：

・有別於三菱 Q 系列中文使用手冊，本書偏向整體 Q 系
列的系統 , 硬體架構說明 ,	指令的說明則是收錄在”Q
系列 PLC	基本指令篇增訂版”裡面。

・本書提供完整的錯誤信息一覽表。

・本書提供完整的異常發生時的故障排除處理流程。

・本書提供完整的特殊補助繼電器 / 暫存器一覽表。

・由於某些機種的 QnU	CPU 模組內建乙太網路介面，本
書特別收錄”乙太網路連線程式範例”供讀者參考。

三菱中大型 PLC	Q&QnU 系列的使用說明書。

因應 Q 系列通用型 CPU 模組 QnU 的問世，本書於 2011 年出版。

  注意

本書所使用的程式編輯軟體為 GPPW。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100/03 1000 本 第一版，共 520 頁。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QnU 系列 中文使用手冊

售價：650 元

42

書籍
套餐

Q系
列

http://shop.two-way.com.tw/TwoWay/specials.php
http://www.two-way.com.tw/


支援機種：Q 系列

本書介紹：

・本書於 2004 年出版，歷經 6 刷，為暢銷書籍。

・本書於第 6 刷時，因應 FX5U 機種，推出增訂版。

・新增附錄二「Q 系列、A 系列、FX5U 系列指令對照一覽表」。

・每個指令右上角新增「Q系列、A系列、FX5U系列指令對照方格」。

・本書共 605 頁，集三菱 PLC 指令說明之大全。

三菱中大型 PLC	Q	系列指令的使用說明書。

  注意

本書所使用的程式編輯軟體為 GPPW。

本書歷史
發行日期 發行量 內容

93/04 1000 本 第一版，共 594 頁。

95/04 1000 本 第二版，共 605 頁。
新增附錄二「Q 系列和 A 系列指令對照一覽表」

96/09 1000 本 第三版，共 605 頁。
99/07 500 本 第四版，共 605 頁。

101/06 500 本 第五版，共 605 頁。

105/09 300 本

第六版，共 605 頁。
增訂版。
新增附錄二「Q 系列、A 系列、FX5U 系列指令對照一覽表」。
每個指令右上角增訂「Q 系列、A 系列、FX5U 系列指令對照方格」

Q系
列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 系列 PLC 基本指令篇 增訂版

售價：750 元

51

書籍
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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